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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来是你

毕万芳所在的爱多婚介中心是钻石婚恋的下线品

牌，其服务对象以普通白领人群为主。在这一行拥有十多

年工作经验的她，为年轻人物色合适的对象算是信手拈

来，驾轻就熟。

毕万芳的敬业还在于任何场合她都有股“战斗

机”似的冲劲，她随时都能进入一级战备，把可能存在的

“潜在资源”收入囊中。这个场合可以是写字楼电梯间里

的一次偶遇，可以是公交车的一段唠家常，可以是一位陌

生人士的来信……强烈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让她像极了

一位全民“星探”，无时无刻都在雷达般搜索目标。

目标是有了，天时地利也都匹配得差不多了，但到了

最后那关“人和”，却经常让毕万芳伤透了脑筋。“现在的

年轻人，智商挺高，可是情商却出奇地低。爱情面前，呆

若木鸡。有些男生特别内向，完全不善于两性交往，约

会时冷场，看到女生手心发汗，主动去约女生就像去参加

‘高考’一样，完全机械化地当作任务去完成。”为此，毕

万芳还是鼓励年轻人交往时应多些互动交流，不管自己

内向与否，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向对方亮出自己的

“王牌”。

其实，有时缘分早有注定，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明眼人

推上一把。毕万芳曾撮合过一对男女，见过几次面，互有

好感最终却没有交往下去。原来，两个人在聊到一个话题

时，关系“卡壳”了。女生有过外国留学背景，问到男生今

后会不会考虑到国外发展。男生因为没有考虑过这个计

划，两个人便没有了动力交往下去。有趣的是，虽然没在

一起，在兜兜转转了几圈之后，两个人都有事没事地向毕

万芳打听对方的近况。毕万芳心下明白，两人依旧彼此有

意，下面的故事就是毕万芳二度出马，牵线成功。

红娘档案：毕万芳 

钻石婚恋高级婚姻顾问  

www.zuanshi.com(400 820 1518)

沉沉  （嘉宾编号：zhuli1979）

爱的罗曼蒂克
32岁，湖北人，双子座，美术编辑 

她

上海婚恋博览会主办单位之一

文l 赵艺婧   摄影 l 丁嘉   嘉宾提供

想要联系本期红娘，咨询单身嘉宾情况，
请联系上海钻石婚姻介绍所（钻石婚恋）

她，一个来自湖北的女孩。曾在师范大

学读艺术设计专业，现在则是时尚杂志的

编辑。她说她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这

份工作让她接触时尚的最前沿，让自己的美

丽始终与时俱进。读艺术的人，总是非常感

性。她喜欢任何让她有感觉的地方，她去过

深圳、北京、苏州、杭州，最喜欢江南的烟雨

和小桥流水的旖旎。在上海，她喜欢任何有

小资情调的地方，她常去衡山路、桃江路、富

民路的休闲吧，尤其喜欢有30年代复古风

情的酒吧，在这些怀旧氛围的地方，她会想

象一切曾经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浪漫的故

事。她喜欢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在这

里她不仅可以吃到各地美食，还可以感受到

各地文化的交融。国际化大都市的摩登氛

围感染着她，让她觉得生活特别有变化。回

到家，她变身为一个居家的小女人，她会做

一切家常小炒，还喜欢做清蒸鱼，她最拿手

的还是煲汤：鸡汤、鱼汤、猪脚汤、莲子银耳

汤，女人是水做的，会煲汤的女人，生活也

是很滋润的。她，就是这么一个罗曼蒂克的

人，她也盼望着寻找个同样浪漫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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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婚恋红娘榜

•王芳
高级婚姻顾问

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您完

成高质量的婚恋选择，从而

步入高品质的完美人生。

•顾美珍
高级婚姻顾问

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就等

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一

个草率的选择会让生活陷

入窘途，而一个好的选择

足以照亮你的生命！

•张燕燕
高级婚姻顾问

幸福与金钱、名利无关，更

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和

体验。学会品尝幸福的味

道，才能拥有获取幸福生

活的能力。

•叶颖
高级婚姻顾问

婚姻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

人，而是要用包容的眼光看

待一个不完美的人。

我理想中的他：

年龄：33－47岁   身高：170cm以上 

喜欢的相貌特征：线条柔和

喜欢的个性特点：成熟稳重、有幽默感

红娘眼中的她：她是个外形时尚很有女人味的人，而最有魅力的是她的亲和力，声音甜美，性格温柔，会吸引着男

生想和她亲近。师范大学毕业，学习装潢设计与工艺教育，在杂志社做美术编辑多年，平时喜欢唱歌，摄影，运动，旅

游，会跳拉丁舞。女孩性格开朗，心态也很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渴望和一个相知的人牵手永远相随。

钻石婚恋高级婚姻顾问 隋宁

《生活周刊》第1417期单身嘉宾（编号4860222），Celina在周刊上展示了风采

后，受到很多读者的关心，还有不少男孩子专门打电话来咨询她的情况，甚至还

有男生父母想要了解她，读者一致的反应都是，这个女孩长得非常美丽，看上去

很温柔，个性一定非常不错，都希望能和她接触一下，对此Celina，特别通过钻石

婚恋向广大关注她的读者表示感谢。

Jill被朋友称为《我愿意》中的李冰冰，她是《生活周刊》1418期单身嘉

宾，（编号：4794914），她能干、漂亮，有主见。她是工作中的女强人，常常奔波在旅

途中；她是朋友眼中的热心肠，对朋友重情重义，她也是内心很温柔的女孩，正

在盼望属于自己的缘分，对她有意的男生，欢迎拨打钻石婚恋热线：4008201518

来约见她！

1420期单身嘉宾封小姐（编号：4792050），在《生活周刊》刊登了她的生活照

后，得到读者的热烈回应，很多读者都觉得她长得美丽，性格热辣，又有艺术气

质。的确如此，这个女孩还曾经参加过游艇选美，可想而知，是一个性格外向的

“明朗女”。她还是一个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女孩，但是她对婚姻的认识却非常理

智。这样一个美丽又心智成熟的女孩，一定很受男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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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对话

Q：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A：看电影、旅游、运动、看书、关注美食、舞
蹈、摄影。

Q：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有怎么样的品质？

A：有责任感、有上进心、孝顺父母，最好再
懂得一点点音乐，有一点点小浪漫。

Q：你理想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

A：踏实而平淡的生活，定期出去旅行，值得
纪念的日子一定要记得庆祝！

Q：你能简单描述一下你心目中理想的“小

家庭”吗?

A：温馨的三口之家，每天围在一起吃饭，周
末出去散心、每年出去旅游记录生活的点点

滴滴。

Q：你觉得爱情和婚姻，两者间是什么关系？

A：我觉得，没有爱情就没有真正的婚姻。

Q：你喜欢做家务还是喜欢享受“被服务”？

A：周末的时候我喜欢打扫房间、洗衣服、去
菜场买菜做一顿丰盛的周末大餐给朋友。但

是偶尔被他服务一下也不错。

Q：你最想做的事情是？

A：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心爱的人一起去旅
游，去丽江、去三亚、去日本、去巴厘岛、去法

国、去澳大利亚……

Q：如果，你去婚介公司相亲，你会以什么标

准来挑选婚介机构呢？

A：她们是否详细的来了解你，是否帮你验
证各种信息的真实性，是否在乎你的喜好和

择偶标准，是否有定期的活动安排。

想报名参加本栏目，咨询情感问题或者有任何投诉和建议请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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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热线：

021-54197163 E-mail至hlcon3113@yahoo.com.cn

陆小姐：
年龄：28岁
身高：166cm
体重：47kg
学历：本科
职业：播音主持

爱情是人世间最美
的景色，也是人一
生中最大的财富和
宝藏。

编号：4645518

女生版

@爱琴海的天空：我结婚5年，生活一直比较平静，妻子是我的高中同

学，我们是很自然走到一起的。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我发现

我喜欢上了单位的一个实习生，她不是很漂亮，但是人很好相处。和她在一

起，我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动感觉，这种感觉在之前和我妻子是从没有过

的。我在想，这是不是真正的“爱情”的味道。但是，目前我们还是仅限于同事

关系，我也没有和那个女孩表白过。其实我内心还是很纠结的，一方面觉得对

不起我老婆，一方面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想和那个女孩多呆在一起。我

知道婚外情是不道德，但是真爱来了是挡不住的！

爱情顾问：从你的叙述中知道，你和你妻子是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恋情

的，又结婚了五年，相处的日子应该至少十年左右。回顾当初青涩时代你

们可以走到一起，一定也有过激情。没有激情是走不到一起的,更不可能

住到一起。只是现在的生活回到了原点，归于平静。

如果你的生活是一片静波，那么那个实习生女孩投入的一颗石子，自

然会激起一片涟漪。

你对那个办公室女孩的感情从心理学上分析是属于移情。所谓移

情，是情感迁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把某种情感由一对象迁移到另一对

象。移情产生的原因，未必只在你妻子身上。而是你对生活本身的单调重

复产生了倦怠。这种倦怠对很多步入职场5-10年的人，也是很常见的。有

的人会选择改变职业，有的人会选择增加兴趣爱好。当然有一部分人会

选择改变家庭。

首先，你要明确的是，自己想要的是稳定长久的家庭，还是间歇刺激

的情感体验。这两点，本身就是矛盾的。只能选择其一。你是选择前者，或

者两者都要。对于大部分的人是选择后者，但最终的结局都是两者都失

去。你问问自己，你有那么大能耐吗？是那一小部分人吗？

如果你觉得目前的生活平淡如水，无法让你动心。为什么不做一些尝

试呢？同你的妻子去自助游一次，两个人一起学习一种体育运动或者艺术

课程，甚至，可以考虑有一个孩子来增加你们生活的色彩。

情感发展的途径不是“友情-感情-恋情-爱情-亲情-责任”,那么就

只有“性情-激情-无情-绝情”，你真的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去当那个

绝情者么？

我觉得，既然你当初选择了这份感情，现在就应该好好珍惜。移情，只

能满足恣意一时的欲望，而接下来的将是漫长的对自己，对家人的折

磨，也是对被移情者的一种摧残。

对爱情顾问提问，可发至http://weibo.com/lifeweekly

许佩荣
上海市婚介机构管理协会
上海巾帼园婚姻介绍所 资深爱情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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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

年龄：23岁

体重：49kg

身高：162cm

学历：本科

职业：保健康复

幸福就是两个人在

一起的感觉就像左

手握着右手，充满了

熟悉和默契。

编号：4688408

杨小姐
年龄：25岁
体重：46kg
身高：165cm
学历：本科
职业：企业管理
真正的爱情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
不会是质问。

编号：4660367

蔡小姐

年龄：22岁

身高：165cm

体重：48kg

学历：本科

职业：音乐制作 

世间最珍贵的不

是“未得到的”和

“已失去的”，而

是当下的幸福。

编号：4763816

陈小姐

年龄：23岁
体重：49kg
身高：167cm
学历：本科

职业：造型设计

爱情就是我给你
一滴泪，你就可以
感受到我心中的
全部海洋。 

编号：4875220

杨小姐：

年龄：24岁

身高：165cm

体重：52kg          

学历：本科

职业：播音主持

爱，不是海誓山

盟；是默默付出，

是以真情的体贴。

编号：4617989

纪小姐

年龄：26岁
身高：170cm
体重：49kg
学历：本科
职业：私营业主

幸福很简单，就是
想到心爱的人的
时候，嘴角能轻轻
上扬，内心能充满
温暖。 

编号：4879977

候小姐

年龄：26岁

体重：50kg

身高：171cm

学历：本科

职业：旅游策划 

我 需 要 的 那 个

人，可以没车，没

房，没钻戒，但一

定会有一颗愿意

陪我到老的心。

编号：4774504


